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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自
2008年开始先后多次对我省开展了基
础教育质量监测，得出的一致结论是
我省基础教育学业成绩较差，在全国
处于落后位置，情况十分严峻。而小
学阶段是基础阶段，对后续的学习有
着重要的影响。

2014年11月，省教育研究培训院根
据海南省小学1—4年学业水平监测方
案，按照市县城镇小学、中心校、完小三个
类型学业水平最优原则，经由市县教研室
推荐，选取万宁、三亚、陵水、屯昌、琼中五
个市县各三所学校作为监测样本校，共计
15所学校，进行了学业水平监测。水平
监测结果，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小学教育
根基不稳，后续教育发展难发力。

对5市县5964名学生进
行施测

学业水平监测方式为在每所学校相
应测试年级随机抽取一个班，采取上一年
级交叉考试（试卷为1—4年级）的方式对
5个市县各3所学校的2—5年级学生进
行施测，共60个班级，5964名学生，其中
语文学科1466人、数学学科1359人、数
学学科口算1799人、科学学科1340人。

学业水平监测分四个水平。根据命
题的难度以及教育测量学的相关技术，将
本次学业水平监测分为四个水平，即30
分以下定为水平一 、30至60分定为水
平二、60至85分定为水平三、85分以上
定为水平四。其中，水平一和水平二对于
学生支撑后续学习所需基础知识积累几
乎没有或积累极少；水平三对于学生后续
学习具有一定的知识积累，但基础很不稳
定；水平四具有能支撑学生后续学习的基
础知识积累。

监测结果

1.语文
五个市县语文学科学业水平达到85

分以上（水平4）的学生比例分别为一年
级 46.77% 、二 年 级 31.20% 、三 年 级
22.96%、四年级28.10%，从总体来看，仅
有32.33%的学生能够维持后续学习，不
到50%，同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处于水
平3，分别占比37.47%，44.02%，52.35%，
39.88%，这部分学生有较大的空间向水
平4靠拢，但发挥不够稳定，此外，后续学
习基本不能正常进行的学生（水平1+水

平2）的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分别有
15.76%，24.78%，24.69%，32.02%，呈现
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尤其是三、四年级语
文学习水平极低。

2.数学
数学学科学业水平达到85分以上

（水平4）的学生比例为一年级43.75%、二
年级 24.57%、三年级 16.62%、四年级
17.57%，且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三、四
年级最低，不到五分之一的学生能够维持
后续的基本学习，较大一部分学生停留在
水 平 3，从 一 年 级 至 四 年 级 依 次 为
39.95%，52.02%，41.55%，40.20%，这部
分学生处于可提升阶段，但巩固不足，从
总体来看，仅两成左右的学生能够基本维
持后续学习，仍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基本
没有基础知识的任何积累，有近50%的
学生处于不稳定的积累状态，情况不乐
观。

3.口算
除一年级外，其余三个年级口算速度

均低于国家对小学第一学段每分钟8-10
题这个口算最低要求，三四年级情况尤其
糟糕，与最低要求相距甚远，三年级口算
速度仅为每分钟4.7题，基本为最低要求
的一半。口算达到水平4的学生比例从
一到四年级依次为 69.79%，31.45%，
11.37%，21.66%，随着年级增加，水平持
续走低，尤其是二三四年级分别仅近三分
之一、十分之一、五分之一学生的口算能
力能维持后续学习。

4.科学
科学学科学业水平达到85分以上

（水平4）的学生比例为三年级1.94%、四
年级1.49%，基本没有学生的科学知识积
累能够支撑后续学习，科学课形同虚设；
多数处于水平1及水平2，占比分别约为
三年级58%，四年级75%，情况极为严
峻。学生基本没有科学知识、科学素养的
积淀。

5.性别差异
除科学外，男女生在其他三门学科上

的学业水平均有显著差异，其中在语文学
业水平及口算速度上的差异达到了0.01
水平，具体表现为女生的语文学业水平显
著高于男生；男生的数学学业水平及口算
速度显著高于女生。

6.学校类别差异
不同学校类别的学生在语文、数学、

口算、科学学业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且均达到了0.01显著性水平，从不同年

级学生在学业水平上的事后检验可以看
出，在语文、数学学业水平上，城镇学校与
中心校及完小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城镇学
校显著优于中心校及完小；在口算速度计
科学表现上，三个类别的学校之间均存在
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城镇学校、中心
校、完小三类学校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逐
渐递减，城镇学校最好，完小最差。

7.年级差异
不同年级的学生在语文、数学、口算、

科学学业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均达到
了0.01显著性水平，从不同年级学生在
学业水平上的事后检验可以看出，在语文
学业水平上，一年级与二三四年级，二年
级与四年级差异显著，具体表现为一年级
显著优于二三四年级；二年级显著优于三
四年级；总体来看，四年级语文最差；一年
级语文最好。在数学学业水平上，除三年
级与四年级没有显著差异外，其余各年级
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随着年级
的增加，数学学业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一
年级最好，四年级最差。在口算速度上，
各年级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一年
级的口算速度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年级，情
况较好，二三四年级均为达到国家最低要
求，三年级最差。在科学学业水平上，三
年级显著高于四年级，差异水平达到了
0.01显著性水平。

对策建议

市县教育行政部门
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在推进区域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的进程中，要坚持“公平与
质量”的基本原则，在大力推进学校标准
化建设的同时，下大力气狠抓义务教育特
别是义务教育低段学生的学业质量提升，
建立基本教学质量的控制体系，把校长、
教师的质量控制意识的提升作为教师培
训的一个重点来抓。

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县域
科学教育的窘境，把科学教育水平的提升
作为当前义务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加以
解决。

市县教研部门
市县教研部门要把学业质量提升与

控制作为重点工作，准确把握本地区各学
科、各年级的教学现状，科学调控教学目
标，降低学习要求（以应知应会为教学的
控制底线），指导优化教师的课堂教学行
为，帮助教师提高学业质量的控制意识和
能力。协助学校建立学业质量的过程控
制系统，确保基本学业目标（积累能支撑
后续学习所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
达成。

学校
学校是学生基本学业目标达成的第

一责任主体，学校管理者应当反思当前的
教学现状，分析监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及
成因，进而建立具有刚性约束力的学业质
量控制与保障体系，以“堂堂清，段段清”
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每一个单元
应知应会的知识和能力积累过关率（达到
水平4的学生百分数）不低于一个起点目
标并逐年提升。

■ 文昌市实验高级中学 靖 强

当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你是
否想过“学生”身份转变，当走进高中校园
的时候，你是否慢慢感受到“高中生”角色
的改变，如果你或你们还没感觉到，那就
听听我的一点忠告吧。

1.当一名真正的学生。“学生”一词的
真正含义是什么？我是这样解读的：“学
习”“生活”的常识，“学会”“生存”的本领，

“学懂”“生命”的价值。这些年提出的口
号，如“四个学会”（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
会健体、学会生活），“六个教育”（理想教
育、爱国教育、诚信教育、安全教育、赏识教
育、成功教育），无不都是这“学”“生”的“衍
生品”。刚进入高中阶段也许你还没理解

“学生”的含义，不用怕，记住这“三生”，三
年的高中生活会让你懂得其真正意义，成
为真正的学生的。

2.成为一个敢于担当的“人”。世界上
有两种人希望学生超越他们：一是家长，
一是老师，他们的期望就是你们的责任，就
需要担当。

3.享受到真正的教育。学校教育的本
质是什么，我认为是“为孩子的终身幸福打
基础，让校园成为成长的乐园”，简而言之
就是“打好基础”、“享受快乐”。

4.经历更多的“第一次”。从教30多
年的我已淡忘了高中记忆，但经历过的第
一次仍历历在目，第一个严肃的班主任，第
一次的学工、学农、学军、学商活动，第一次
偶遇的校花，还有第一次的打架等等，这些
无疑都成了我成长的财富。做为高中阶段
的你们，无疑也需要这些经历、积累，第一
次的军训、比赛、义务献血，让你找到个人
价值，第一个的学生社团、社会实践，让你
体验团队力量，第一个喜欢的老师、高材
生，让你“学有榜样”，第一次的懵懂初恋、
学习对手，让你有“触电般”的记忆，还有许
许多多你亲眼所见而没有参与的第一次，
同样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震撼”。这些第
一次的历练、体验、收获、提升，就是你人生
的起步，肯定会伴随一生。也正因为有了
你的参与，高中时代才更加丰富多彩。

高中是“加油站”，你会充满朝气和阳
光，寻找到欢乐和健康；高中是“变压器”，
你会坚持不懈、勇敢顽强，修炼出优秀的品
质；高中是“核电站”，你会充满“正能量”，
在一场体能和心理较量中，实现自我的升
华。

给高一新生的忠告——

学会当“高中生”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今天独家刊发省教培院
日前完成的海南省小学中低段学生学业水平监
测报告，这是我省首次对小学中低段学生学业
水平进行监测，其中得出的一些数据令人揪
心。特别是科学教育的状况，更是十分严峻。
知不足当奋进，省教培院的专家已开出对策，希
望此组关于小学教育的沉重数据能引起市县行
政部门、教研部门和各个学校的高度重视，立即
行动起来，努力提升我省基础教育水平。

海南省教培院发布小学中低段学生学业水平监测数据

语数低分学生多 科学课形同虚设
■ 林梓华 孙卫 李国良

■ 李国良

教育质量监测对促进教育改革、提
高教育质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
作用日益凸显。为此，教育部基础教育
质量监测中心从2008年开始对部分省
（直辖市）试行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工作，
监测科目包括四、八年级语文、数学和科
学（含物理、地理和生物）等，2015年开始
在全国推广。

2008年起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
中心多次对我省进行了基础教育质量监
测，从结果来看，得出的一致结论是我省基
础教育学业成绩较差，在全国处于落后位
置。然而，从分析报告中只能了解到我省
基础教育质量目前是怎么的，与其他省份
差距多远，却无法深入到中观和微观层面，
即为什么会是这样？具体哪些地方出现
了严重问题？具体的改进措施有哪些？
尤其是目前我省基础教育学业水平呈现

“两低一高”现象（即及格率低、优秀率低、
低分率高）的原因是什么？等等。

为了深入研究，从2014年开始，海南
省教育研究培训院“教育发展与评价部”开
展“海南省义务教育学生学业水平监测
研究”。考虑到小学阶段是基础阶段，对后
续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小学中低段更
是重中之重，但目前对我省小学中低段学
业水平到底如何、主要的影响因素在哪里
等问题缺乏全面的了解，为此，研究对象首
先选取小学中低段学生，并且逐步深入到
整个义务教育阶段，从而掌握我省义务教
育学生学业水平状况，提出可行性对策，为
全省基础教育质量的提升奠基铺路。

“五市县”的监测研究，是对全省义
务教育学生学业水平监测的开始，其他
市县将陆续进行。监测的最终目的是
为了诊断和发现教育教学所存在的具
体问题；研究的目的则是解决监测中发
现的问题，为学校和老师提供改进教育
教学的具体方法与措施。

这次监测我们发现：多数小学生语

文、数学缺少基础知识的积累，或处于不
稳定的积累状态，而科学课形同虚设，学
生基本没有科学知识、科学素养的积淀。
反映了样本市县大部分的小学生对于语
文、数学和科学这三个学科最基本的基础
知识都掌握不好，这些学生难于维持后续
学习。这是目前的主要问题。

监测是手段，改进才是目的。因
此，监测之后，不管是市县级相关部门，
还是学校、教师都要行动起来，改进教
育教学管理、改进研训方式和教学方
式。第一，市县教育相关部门，对于教
学改进指导工作必须及时跟进，根据监
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制
定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并付诸实
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比监测本身
更为重要，监测是诊断疾病，而指导改
进是治疗疾病。

第二，学校要建立学业质量逐年
提升的目标责任制。任何工作没有目
标就没有动力，所以每所学校都要建
立学业质量的过程控制系统，每个科
学都要制定年级学业质量目标，确保
基本学业目标（积累能支撑后续学习
所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达成
并逐年提升；

第三，创新校本研训模式，提升校
本研训的有效性。学校学业质量与校
本研训活动密切相关，只有有效提升校
本研训效果，才能提升教师的教学专业
水平，才能真正让“堂堂清，段段清”成
为课堂教学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学
科教学质量才能逐步提升；只有科组研
训活动真正有效地开展，充分发挥骨干
教师的作用，学校才能形成互帮互学的
风气，才能在目前专业教师不足的状况
下，改变诸如“学生基本没有科学知识、
科学素养的积淀”的现状；只有在骨干
教师指导下的“区域教研”、“片区教研”
有效地开展，农村“中心校”和“完小”的
教学质量才能有效提升，才能真正促进
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监测是手段，
改进才是目的

小学是打基础的阶段，基础不牢，后续学习受影响。 通讯员 王春娇 摄

天真可爱的小学生。 银月 摄

屯昌实施“分层教学”试点

让每一个孩子都
“跳一跳摘得到桃子”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邓积钊）
近日，记者从屯昌县教育局获悉，为了促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屯昌决定从本学年开
始在屯昌思源实验学校（中学部）、新兴中
学、南坤中学的八年级数学和英语学科，红
旗小学、新兴小学、南坤小学的五年级语
文、数学进行分层次教学试点工作。

据悉，分层次教学对学生分层遵循“多
维性原则、自愿性原则和动态性原则”，教
师通过对全班学生平时的各种学习因素进
行综合分析，采取学生自报和教师考查相
结合的办法，把学生按好、中、差分为A、
B、C三层，分别占全班人数的30%、50%、
20%左右，随着学生成绩的全面提高，A层
学生所占的比例应有所增加，B、C层学生
所占的比例应有所减少。

分层前让学生明白分层次教学的目
的，了解分层次教学的方法，并说明层级会
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定期作出调整，合理
升降，消除学生的心理不平衡状态。

分层后，按自愿结合的方式组成互帮
互学小组，每组里A、B、C三层学生都有，
给学生提供互帮互学的机会，锻炼学生的
交流能力。

另外，分层教学中，教师还应建立学生
在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心理素质和学习
成绩等方面的个人档案，使分层次教学更
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据介绍，分层次教学是使所有学生通
过教学都有所学、有所得，逐步向各自的

“最近发展区”递进，从而提高班级学生的
整体水平。

同时，分层教学过程中，教学评价也进
行分层，对C层学生侧重表扬，B层学生侧
重鼓励，A层学生侧重促其发展，让每位学
生能“跳一跳摘到桃子”，从而使学生树立
起学习的信心，提高学习的兴趣。

分层教学试点的单位实施分层考试，
改变传统的成绩报告单模式，由单纯地报
告学生成绩改为报告A、B、C三层学生在
德、智、体、特长等各方面综合性素质成绩。

“分层次教学以学生分层为基础，教师
在备课、授课、辅导、作业布置方面因材施
教、区别对待，在考试与教学评价中也分层
进行，目的是让每一个同学在教学中都有
所进步。”屯昌县教育局局长方冠第说。


